
敬拜隊為稱頌神而高唱。

家長為讚美神而起舞。聽眾無不誠心祈禱。

  由本校與聖公會基督顯現
堂合辦之「讓『愛』回家」

家長福音晚會已於去年十二

月四日（星期五）晚上七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於本校禮

堂舉行，內容豐富，出席之家

長及高年級同學除了可欣賞家長

讚美操表演及敬拜隊獻唱外，校方更

邀請到著名演藝人高皓正先生到臨分享他的家庭生活。福音

晚會取名「讓『愛』回家」，是因世界上存在著不同形式的

愛，無論是誰，總會在某個時候，憧憬著某一種愛的出現。

但哪一種『愛』是歷久不衰、恆久不變的呢？哪一種『愛』

能帶回家中，成為一家人幸福的源頭呢? 高先生自幼在基督
教教會長大，不過，小時候的他很反叛，尤其是當媽媽去世

後，與家人關係日漸疏離；他當時很需要別人疼愛，曾經像

時下年青人一樣，在一段接一段的戀愛關係中尋求心靈上的

慰藉，卻怎樣也找不到生命中的最愛，直至重新回到上帝身

邊，才讓他真正尋獲永恆不變的愛，也藉此修補原生家庭內

各成員之間的關係。高先生的分享，溫馨細膩，觸動了不少

與會者的心靈，讓他們再次為生命的意義作深入的反思。接

著，由聖公會基督顯現堂主理聖品周偉文牧師作回應分享。

周牧師坦承受高先生的分享深深感動，認同世上沒有別的愛

比神的愛更偉大，更能滲透人們傷痕纍纍的內心，修補裂

痕，治癒苦痛，讓穩健的家庭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核心，而神

的愛就是核心中之核心了。當晚參與的家長及高年級同學超

過三百人，氣氛融洽，另有數十名幼稚園及低年級同學參與

由本校老師及基督顯現堂弟兄姊妹帶領之遊戲及宗教電影欣

賞活動。各人離開時除得到周偉文牧師暖暖的祝福外，還可

得到一份別緻的禮物呢! 晚會雖然沒有呼召環節，但從各人
交回的問卷中，記下了不少令人振奮的訊息。不少人再次確

認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也有人表示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為他

們個人的救主，更有人表示願意慕道並參加教堂的活動。基

督顯現堂將會緊貼家長的需要，與本校攜手合作，為有需要

家長安排不同的活動，務求讓神的愛能夠在他們的心田中深

深植根，靈命日漸長進。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第40期校訊
二零一六年三月

地址：香港新界青衣長亨邨  電話：2432  2789  電郵： in fo@skhhcw.edu.hk  網址：w w w.skhhcw.edu.hk

「讓『愛』回家」家長福音晚會
張昌明校長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的前身為聖公會荊冕堂青衣傳道區，於二零零一
年成立，乃青衣區福傳工作之一項重要里程，首任主理牧師為馬偉利牧

師。由於牧者及堂內弟兄姊妹大力推動堂務，發展日隆，教友人數逐年

上升，教省遂於二零零四年將聖公會荊冕堂青衣傳道區易名為聖公會基

督顯現堂，並委派馬偉利牧師為主理聖品。雖然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實體

上仍屬傳道區，但已朝著成立牧區的目標進發，以擁有自己的主任牧師

及牧區議會。二零一四年二月，周偉文牧師接任為聖公會基督顯現堂主

理聖品，同年十月十八日，設於本校、附屬於聖公會基督顯現堂的「亨

澤傳道點」正式成立，並於當天（聖路加日）舉行首場崇拜，由西九龍

教區陳謳明主教蒞臨主禮及證道。二零一六年，西九龍教區常備委員會

正式通過決議，將聖公會基督顯現堂正式成為牧區，並於二零一六年一

月十六日舉行成立牧區感恩崇拜，周偉文牧師被委任為首任主任牧師。 周牧師、張校長等與嘉賓高皓正先生合照。

高皓正先生的分享，
既真摰又感人。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成立牧區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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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冠軍隊伍來一張大合照。
同學都非常留心聆聽主持發問問題！

五年級鍾兆軒同學是本年度估算比賽的冠軍得主。 一年級各班聰明格比賽得獎同學和張校長合照。

同學和老師正忙於主持攤位活動。 同學在擂台陣踴躍回答問題。 同學正專心計算擂台陣的數學題目。

頒獎

數學攤位

幼稚園數學比賽

第二屆數學之旅樂繽紛
  第二屆數學之旅樂繽紛已圓滿結束了！

  回想起去年的估算活動   珍寶珠的數目，是非常受同學歡迎
的。今年究竟要讓同學估算什麼呢？最後，決定了估算糖果的重量。

  當天除了有估算糖果重量活動外，還有大型的數學攤位遊戲，由
四至六年級的同學負責主持。每一位參與同學會獲派發一張遊戲成績
統計表，各人為盡力取得最佳成績，為自己班爭取班際冠軍，便積極
走到各數學攤位使出渾身解數，將所學的知識表現出來。另外，學校
也預備了數學擂台陣，每位同學都能在擂台陣挑戰自己，獲取更多小
禮物啊！

  攤位遊戲後，便進行聰明格比賽，每班最快完成聰明格，又全對
的同學便可獲勝，因此，班內的比賽氣氛既緊張又激烈呢！有些同學
更希望老師在聰明格比賽中增設多些獎項呢！

  最後就是估算比賽揭曉結果的時間，於德智主任和蘇震驊老師在台
上故作神秘，使得同學和老師們都十分緊張，終於全校只有5B班鍾兆軒
同學正確無誤的估對了，也太厲害吧！還有張詠虹老師也估算得非常接
近，以後再有師生賽，他們必定是最合拍的一隊了！

  本屆的數學之旅實在令人難忘，老師在籌備工作上雖然非常忙
碌，但看見同學們投入各項活動，又增加了對數學的興趣，心裏也覺
得是值得的，我們期待第三屆數學之旅樂繽紛快些舉行呢！

  第二屆數學之旅樂繽紛的重頭戲就是幼稚園組比賽，本年度有六
所幼稚園組隊參加，包括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長青幼稚園、宏福中英文幼稚園、荃灣商會鍾來幼稚園、青
衣商會幼稚園及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各幼稚園同學需過三關才能
為自己隊伍爭取較佳成績，然後才進行數學搶答比賽。搶答比賽節奏
緊湊，台下的觀眾包括幼稚園老師及家長都緊張萬分，比賽同學每答
對一題，必然獲得如雷般的掌聲，大家都看得投入，也替台上比賽的
幼稚園同學吶喊助威呢！

  本年度幼稚園數學比賽由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獲得小組及團體
組冠軍，張昌明校長跟每一所幼稚園同學及家長來一個大合照，大家
都渡過了一個充實的上午。

於德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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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運動能強健身體，比
賽能增進友誼。2015年11
月12日，本校假青衣運動
場舉行運動會，同學們的

運動細胞頓時活躍起來。

親子合作，樂也融融。

衝呀衝！努力衝向終點呀！ 師生家長障礙賽，各組都非常合拍。

大家付出的努力，在領獎的一刻得到回報了。 啦啦隊也歇盡全力為健兒們吶喊助威。

獲勝啦啦隊與嘉賓合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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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觀科學園，了解最新的科技發展。互動遊戲真有趣！

參觀科學園

參觀民航處

田徑隊精英芸集，為校爭光。 恭賀本校田徑隊成員屢獲殊榮。

聖誕聯歡充滿歡樂氣氛。 班代表玩「接龍」遊戲，很緊張呢！

嘩！原來飛機款式有那麼多的！同學在模擬駕駛艙內感受飛機師的駕駛樂趣。

校園萬花筒

熱烈恭賀

詩班獻唱，歌聲美妙動聽！周偉文牧師主持聖誕崇拜。

聖誕崇拜

聖誕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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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排序：
關宇澄老師、周程麟老師、張詠虹老師、郭秀珍老師、李新玲老師、李文珠老師

前排排序：
倪苑彤老師、何曉晴老師、林美霞副校長、張昌明校長、譚婉嫻副校長、林小燕老師

卓越英語大使培訓計劃(Super English Ambassadors Programme)
  為進一步提升校內同學的英語水平，並發掘優秀及有潛質學生協助推廣校園英
語活動，校方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份起舉辦卓越英語大使培訓計劃(Super English 
Ambassadors Programme)，為上學期英語科測驗成績全級首十名的同學安排為期
六節的培訓課程，學成後將成為本校之卓越英語大使，作持續英語學習及發揮英語
能力之任務。培訓課程分為初小組（一至三年級）及高小組（四至六年級），每組
30人，內容環繞聽、讀、講、寫四大範疇，校方並會鼓勵大使勇於挑戰，積極參與
校內、外的演說、寫作，或甚至辯論比賽。為了讓更多有潛質優化英語的同學也能
有受訓及成為卓越英語大使的機會，若同學的英語成績持續在往後的考核中登上全
級首十名之列，將會獲得額外之嘉許，惟其受訓機會將會留給在該次考核中成績排
名第十一或以後之同學。

  其實校方在豐富校園英語學習環境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學生每天進入及離開校
園，均需以英語跟校長及老師打招呼；在大堂、天台，有蓋操場及各樓層的英語壁
報板，每天均會貼上與生活及時事息息相關的英語詞彙，深信「每日一詞彙，英
語定學會；恐懼一掃空，趣意樂無窮。」(An English word a day keeps your fear of 
English away)；校園內還會張貼更多中英對照的海報，以及懸掛英語內容豐富的橫
額，讓學習英語的材料變得舉目皆是。星期四早會更有「英語博士」環節，由卓越
英語大使負責搜集資料及向同學介紹有趣活潑的英語知識，相關之電腦簡報還會電
郵至全校同學的內聯網呢！

  我是書記陳淑儀，
我曾於本邨的幼稚園工
作。在這裏不時會看到似曾相識的
面孔，心中暗想：你又長大了！願
各同學都能積極投入學習！

  我是郭秀珍老師，是
一個有多年中學教學經驗
的小學老師新丁。我喜歡看書，書是
人類文明中最接近永恆的東西；也喜
歡教學（宗教科），讓我能與學生一
起去思索真正的永恆。

  我 是 周 程 麟 老
師，在校任教數學科、
資訊科技及常識科，主要教授對
象為二、三及五年級同學，期
望我能幫助同學在德、智、體、
群、美方面好好成長。

  大家好！我是李文珠
老師。今年很高興加入「亨
澤」大家庭，我是５Ｂ班班主任，主要
教授中文科及體育科。期望我們能共同
努力，在主愛內彼此成長。

  大家好，我是何曉
晴老師，很高興能加入聖
公會何澤芸小學這個大家庭。本年
度，我任教中文科及普通話科，同
時擔任2C班的班主任。

  Hi everyone, I am Mr. Kwan. I am very 
pleased to teach at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I studied in Australia for more than 5 years 
and I love speaking English as well. You are always welcome 
to speak English with me.

  大家好！我是倪苑彤老
師，負責教授中文、常識、普
通話、視藝和宗教科，很高興可以加入何
澤芸這個大家庭。

  各位好，我是林小
燕老師，任教數學、常
識和視藝科，也是4E班的班主任。
我很高興能加入何澤芸的大家庭，
和各位一同感受學習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李新玲老師，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認識。
今年我擔任3A班班主任，教授中國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每一位3A
班同學充滿熱誠與好奇心，在我心中都是可愛的孩子，如果大家想認
識我與3A班，歡迎你們到3A課室或教員室找我。

  Hello! I am Miss Cheung. I am the class teacher 
of 2B.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 mainly teach P.1 to P.3 students. My favourite sport 
is swimming. I like swimming because I enjoy the feeling of being 
surrounded by water. Everyone may have different favourite 
sports. Hope you enjoy your favourite sport too.

  Hi everyone! I’m David. I’m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from America.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Asia for over 14 years. I started out teaching English in 
Taiwan where I had taught for over 10 years. After that I decided 
to move to Hong Kong where I’ve been teaching for the last 4 
years.  I am married and have two sons. My hobbies are playing 
Jazz guitar, going hiking, watching movies and reading books. 
  I really enjoy teaching English as my profession. I have 
especially found teaching at Ho Chak Wan to be quite rewarding 
and fulfilling.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this school are quite 
friendly and nice. I am delighted that the students here are 
happy and willing to speak with me in English. I hope to further 
develop all of my students’ English capability while I’m here at 
this school. Cheers!

陳淑儀書記

周程麟老師

李文珠老師

何曉晴老師

李新玲老師

倪苑彤老師

張詠虹老師

林小燕老師

Mr. David Wandzilak

郭秀珍老師

Mr. Kwan Yu Ching

  2015-2016年度，學校喜獲教育局撥
款，為不同學習需要學生新增不同學習需
要統籌人員一職，由劉嘉雯老師擔任，令
本校的教學團隊更為龐大。大家不妨細讀
他們的分享啊！

校園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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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試用天文望遠鏡吧！

於德智主任

  十二月十五日，六年級同學參加由太空館
主辦的天文到校活動   「星校行」。當天主
辦單位帶備各類天文儀器展示給六年級同學觀
看，讓他們嘗試使用天文望遠鏡遠眺汀九橋，
各同學看見車輛行駛的情況，人物也看得非常
清楚，都覺得新鮮有趣呢！

  除此之外，學校還開放了禮堂，太空館工
作人員將星象館中的天文廳帶到學校禮堂，各
六年級同學進入寬敞的大型帳幕，漆黑的星空
頓時進入眼簾，同學都屏息靜氣，留心聆聽工
作人員講解天文知識，老師和同學都聽得投入
專心，紛紛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文現象呢！

  最後，工作人員又教導同學如何看香港不
同季節晚空上的星體，更贈送了星雲圖給每一
位同學，這對同學了解星空非常有幫助。其
中，最有趣的是「月面圖」，因為大家都研究
月亮上的「兔子影像」，同學們都說古人實在
非常有創意呢！

  本次「星校行」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非
常多謝太空館的協助，希望有機會讓他們再來
學校一趟。

不知道他是否看見火星呢？

大家魚貫進入流動天象廳。

「星校行」活動

在流動天象廳內，同學們能看見星空及星座。

同學對天文知識相當感興趣，他們或許會成為未來的天文學家呢！ 6



無污染旅行

好 書 推 介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本校舉行「無污染旅
行」，一、二年級到沙田彭福公園；三、四年級到啟

德遊輪碼頭；五、六年級到清水灣郊野公園。

  「無污染旅行」就是環保旅行的意思，我們到大
自然去遊玩，不是單為滿足個人的玩樂需要，當我們

走到大自然去，更要愛護環境。例如：少用即棄餐

具、避免食用過度包裝的食物和選擇吃天然食物等。

三、四年級到
啟德遊輪碼頭

大家快快樂樂來彭福公園。

同學在草地上閒聊，真寫意呢！

來來來，大家一起拍張大合照！

能在這兒欣賞維港景致，
真是一樂也！

行行山，心情份外舒暢！

跟朋友一起放風箏，
真是一樂也！

Title: The Water’s Journey
Author: Eleonore Schmid
Call No.: F SCH
Publisher: North-South Books
Reviewer: Lee Ying Ki (6C)
Book Review: 
  The book is about a water’s 
journey through many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water’s journey 
starts in the mountain. The water 
starts as snow where it stays on 
the mountains until spring comes 
and the snow becomes water and 
starts its journey to the ocean. 

  I really enjoyed this book. It told me about how the water 
becomes useful.

書名：《追逐夢想的男孩》
作者：黛博拉霍金森
索書號：371 HOP
出版社：維京國際
推介學生：張卓淇(6A)

讀後感：
  故事裏的主角查爾斯‧狄更斯，小時候
有一個夢想  成為作家，儘管他過著艱苦
的日子，他都不曾放棄，仍不斷努力，最後
終於成為一位知名的小說家，他的著名作品
有：《孤雛淚》、《雙城記》和《小氣財
神》⋯⋯

  我要學習狄更斯堅持不屈的精神，為了實踐夢想而努力不
懈，我知道終有一天，我是會一飛衝天的！

書名：《媽媽不是我的傭人》
作者： 韓昌旭 索書號：360HAN
出版社：三采文化 推介學生：許浩文(6A)

讀後感：
  《媽媽不是我的傭人》是台灣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書之一。

  故事是從媽媽懷了小孩子，阿章要短暫轉學到家鄉開始的。阿章原本是個都市小孩，他的自理能力很
差，就是到了鄉間後，他仍不管自己的房間有多凌亂，每天放學後繼續到田裏玩樂，要表妹曉金的媽媽替
他善後。直到有一天，表妹向阿章抗議，才令他恍然大悟，改過自新。自此，阿章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習
慣，他們也就一起過着快樂的生活，直到阿章返回都市去。

  這本書想帶出的信息是：我們要持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感謝父母及長輩的付出，隨時檢討自己的
缺點，並能自我改善。

  閱讀這本書令我體會到很多道理，大家也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它，你肯定會有另一番的體會！

一、二年級到沙田彭福公園

五、六年級到清水灣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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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務委員會
顧問：張昌明校長、林美霞副校長、譚婉嫻副校長 

委員：湯靜琳老師（編務統籌）、於德智主任、梁婉麗主任、譚錦儀老師、沈佩芬老師

參加「聖誕親子同樂夜」感受

參與「親子共融科技工作坊」有感

  今年我們第一年參加「聖誕親子同樂夜」，我覺得整個活動都充滿着歡樂的聖誕氣氛。玩遊戲的時候，同學們都
玩得很開心，當參加「自製創意聖誕服飾」的同學們在台上展示他們的服飾時，更表現了家長和同學們為此節目花了

不少心思。而我最想感謝的是家長教師會的各位幹事和家長義工，無論台上的大司儀和小司儀，協助遊戲進行的和派

發晚膳的家長義工，他們都能充分發揮分工合作的精神，同時也顯現了家校合作的成果，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都能歡

度一個快樂的晚上！謝謝你們！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和泓禧、泓禮參加了由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舉辦之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
2015-2016（第十一屆）親子共融科技工作坊之「夢想飛翔創世紀」。

  是次活動目的是讓參加者「勇於學習，敢於嘗試」，以親子形式一同製作木飛機，然後再比試木飛機的滑翔距
離。雖然只是五六個步驟，但只要一個不小心，把要接合的機翼或機尾對換錯了，那就會前功盡廢，所以在製作飛機

時，泓禧和泓禮兩兄弟都小心翼翼地分工合作，最後終於把作品完成了。

  飛翔機要滑翔得又遠又平穩乃取決於飛機的重心，泓禧在多番嘗試下終於令飛機取得平衡。喜出望外的是我們在
今次比賽中取得了優異獎呢！

  希望從今次的活動中，泓禧和泓禮學會互相合作，明白到成功是要不怕失敗，多作嘗試。

爵士舞班的同學雖然年紀小小，但舞藝不凡。

聖誕聯歡會上遊戲有趣，場面熱鬧。

楊婉儀小姐為我們主持閱讀講座。

出席聖誕聯歡會的同學位位悉心打扮。 看！小鹿可愛，牧羊人也十分神似！

在「認識情緒家長講座」中，大家
都學習到處理情緒的技巧。家長團契，一起來親近主。

“BRING ME A BOOK”家長
活動，齊來認識親子閱讀。

2A 施穎琦家長

4D 楊泓禧家長

第八屆家教會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

聖誕親子同樂夜

家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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